
最新電子報 | 期數索引 | 管理介面 | 粉絲團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23 期

本期主題

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暖暖代誌」是一份屬於基隆市暖暖區的社區報，創刊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源
遠文化基金會發行。

本期圖文原刊載於「暖暖代誌」第一四二期(101年2月15日發行)第一版、第二版。感謝「暖暖代
誌雜誌社」授權轉載，並感謝所有作者同意刊載。

暖暖代誌 第一四二期 第一版

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 暖暖代誌主編 趙慧如
家長錦囊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孩子自然而然想讀書 / 暖暖代誌雜誌社
幸福宅急便！好幸福！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八堵國小－願望樹講古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暖暖代誌 第一四二期 第二版

碇內國小－閱讀存摺 / 基隆市碇內國小 潘主任提供
暖江國小－全壘打王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暖西國小－打造圖書館 / 基隆市暖江國小 蔡顏鴻老師
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淑姿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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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暖暖代誌主編 趙慧如

孩子們在大樹下聽故事是八堵國小多年來持續進行的課外活動，每當週五第二節下課鐘聲一響，大大小小的孩子便
急急拿著記點卡奔出教室，深怕錯過了聽故事、記點數的機會。

其實不單是聽故事，不單是八堵國小，暖暖區的每一所小學，早在多年前便卯足了勁鼓勵孩子多閱讀，像碇內、暖
江規劃有讀書、寫作換獎品的競賽，以提升孩子們多閱讀的興致；暖西大舉更新圖書館設施，並設專責教師規劃閱
讀課；暖暖則讓孩子們持續不斷地每天早晨閱讀十分鐘。

《小學時期的閱讀能力決定一生的成績》作者金明美窮盡20年的歲月推廣閱讀，她發現許多學習上的問題都源自於
閱讀能力不好，例如：「讀書時腦袋一片空白」、「只要題型稍作變化就不會作」、「不愛看書，或只想看漫畫」
……。住在暖暖當安親班老師的陳小姐也表示，常有小朋友遇到不會的數學應用題，拿著作業來問時，陳小姐只不
過把題目重新講一遍，連教都還沒教，小孩便哦～聲連連說會了。原來，他只是沒看懂題目而已。當然，考試時因
為這種題目而白白失分，也是常有的事。

台灣教育學者還認為，由於大專院校普及、少子化、經濟不景氣等因素，將來「學非所用」的情況可能會越來越普
遍，而自修、閱讀能力就更顯重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以調查資料證實，閱讀能力強的人比較容易找到工作，薪
水比較高，發展也比較好。

台灣在2006年加入國際評量，竟發現我們孩子的閱讀素養不但不如香港這個曾經向我們取經的地區，三年後施測，
名次更差。台南大學測驗統計研究所教授洪碧霞表示，退步與「未積極讓自己進步」的信念有關；洪蘭女士則說，
「閱讀是後天培養出來的習慣」。要讓孩子愛上閱讀，看來還需要學校以外更多人參與，一起積極努力。  ■

點閱:51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家長錦囊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孩子自然而然想讀書 / 暖暖代誌雜誌社
幸福宅急便！好幸福！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八堵國小－願望樹講古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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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錦囊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孩子自然而然想讀書

暖暖代誌雜誌社

雖然學校做了這麼多努力，但孩子愛不愛看書，其實和家長愛不愛看書，或重不重視閱讀也有很大
關係。

通常家中藏書愈多，孩子愈可能喜歡閱讀，並建立閱讀習慣。但藏書量不豐的家庭，也可以採用其
他方法營造良好閱讀環境。頗受學界推崇的《打造兒童閱讀環境》便建議：

★ 安排閱讀時間：孩子休閒時很容易被電腦、電視吸引，所以每天安排一段安靜、不受打擾的閱讀
時間是最重要的。時間長短依孩子的專注力而定，建議7歲左右孩子約15分鐘（每日二次），9歲30
分鐘，13歲40～45分鐘。

★ 建立良好館藏：藏書不必多，但一定要孩子喜歡，且能隨手可得。

★ 唸讀故事：孩子可能不愛看書，但大部份小孩都愛聽故事，而「聽」也是跨入自行閱讀的重要階
段。

此外，也可以帶孩子去圖書館，像暖暖圖書館每週六10：00有說故事活動，暖西、暖暖國小圖書館
也提供對外開放。  ■

點閱:54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 暖暖代誌主編 趙慧如
幸福宅急便！好幸福！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八堵國小－願望樹講古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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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宅急便！好幸福！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為了提升弱勢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加強其競爭力，秉持著「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的精神，基隆市政
府教育處規畫了一個不僅能「給他魚吃」，並且可以「教他釣魚」的政策，那就是「幸福宅急便」活動。

首先由學校調查符合服務的對象，將家長同意書送交教育處，然後由學校教師或民間團體安排家訪輔導員，
進行家庭關懷訪問及親子繪本共讀與討論。家訪輔導員兩人為一組，到府講授繪本給孩子聽，並且透過繪本
故事，跟孩子討論生活中所遇到問題的解決方式。過程中，家長在旁陪伴，學習如何陪孩子閱讀及親子之間
的溝通技巧。

暖江國小一年級李同學的爸爸，在接受過「幸福宅急便」服務之後，立即寫了一封感謝函到學校。他在信上
說：「感謝故事媽媽到家裡來教導我女兒，在此做家長的我也是很感恩。很期待故事媽媽能再次來教導我女
兒。若是可以的話，我想再申請。」短短幾句話，卻充分表露出家長對於有人協助他來教育自己孩子的渴
求。

根據被服務過的家長及學童反應，認為有老師到家裡講故事並且教導家長如何進行親子共讀，不僅使得孩子
的國語文能力增加，親子之間的關係也得到改善。    ■

點閱:54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 暖暖代誌主編 趙慧如
家長錦囊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孩子自然而然想讀書 / 暖暖代誌雜誌社
八堵國小－願望樹講古 /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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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堵國小－願望樹講古

基隆市八堵國小 劉芊伶老師

 

八堵國小是一個注重兒童閱讀的學校，目前全校的閱讀活動有三項：

1.願望樹下說故事
每月雙週五請故事媽媽在學校的願望樹下說故事，初期以閩南語故事為主，現在則國台語均有。孩
子來聽故事就可以得到集點一枚，集滿六枚，可以兌換八堵國小與母語商店合作的現金抵用券30元
一張，到「母語商店」購物。（母語商店有學校對面的OK、八堵火車站裡的7-11、八中里裡的李奶
奶雜貨店）

2.小小說書人
每週固定一天的兒童朝會，由一到六年級各班輪番上台表演與語文有關的成果。例如：朗讀、演
講、說故事、戲劇等等。

3.閱讀課
每週三早上第一節課為全校統一的閱讀課，由各班自行規畫閱讀活動。例如：讀報、繪本導讀、讀
書會、詩詞教學、經典背誦、班書選拔等。    ■

點閱:1153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從小愛讀書 全面行動計劃 / 暖暖代誌主編 趙慧如
家長錦囊 《打造兒童閱讀環境》孩子自然而然想讀書 / 暖暖代誌雜誌社
幸福宅急便！好幸福！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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碇內國小－閱讀存摺

基隆市碇內國小 潘主任提供

碇內國小推動了一系列的閱讀運動，其中最主要的是「閱讀存摺積點得獎勵」活動。

活動辦法大致是這樣：每個小朋友會拿到一本閱讀存摺，每讀完一本書由導師見證記1點，若願意加寫閱讀心得，
由教務處閱讀推動小組審核酌加記1～4點並核章。累計點數可換的獎勵如後列，得獎學生與校長合照照片貼在獎
狀上，由教務處安排於兒童朝會公開頒獎並公佈以資鼓勵。

200點→「閱讀小尖兵」獎狀一張
400點→「閱讀小達人」獎狀一張、圖書禮券200元
800點→「閱讀大超人」獎狀一張、圖書禮券400元
1000點→「閱讀千點狀元」獎狀一張、圖書禮券600元

為鼓勵小朋友踴躍投稿，如果文章寫得不錯，小朋友可以投到教務處的投稿專用信箱，經過審核刊登出來後，可
以加計閱讀存摺點數10點。每學期刊登出來五篇以上，還可以得到碇內小作家獎狀一張與圖書禮券200元的獎勵
唷！

每學期也會統計全校各班投稿登出篇數，各年級第一名頒發班級書香獎獎狀一張，獎金1000元。(全班須合計至少
20篇，若不到20篇，則只頒獎狀，不頒獎金。)

此外，每個星期三早上8：10～8：30是碇內國小的晨讀時間，每位小朋友準備好喜歡的書，在每週的晨讀時間，
和老師、同學們一起晨讀，讓書香充滿校園！    ■

點閱:88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3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暖江國小－全壘打王 /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暖西國小－打造圖書館 / 基隆市暖江國小 蔡顏鴻老師
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淑姿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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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江國小－全壘打王

基隆市暖江國小 王幼美老師

為了提倡校園閱讀風氣，鼓勵學生進行閱讀，增進學生寫作能力，創造閱讀活動更高的附加價值，暖江國小在
校園中積極推展各項閱讀活動。

每年九月新生入學時，暖江國小會配合教育部「新生閱讀起步走」活動，於迎新活動「拜師禮」時，贈送給每
個新生一本書當作見面禮，這本書也是一年級班級共讀的第一本書。孩子們的小學生活就由「閱讀」拉開了序
幕。

暖江國小的圖書室有上萬本書，藏書豐富。這些書籍來源除了公家補助之外，更有許多是由家長會及志工媽媽
們募得的。運用這些書籍，校方規畫了「全壘打王」閱讀計畫。就個人喜好之書籍撰寫心得，然後交給志工媽
媽審核、蓋「通過」章，集滿20張，交給教學處審核，並可獲得一壘安打獎。以此類推，進入二壘安打獎、三
壘安打獎，最後則可獲得全壘打獎，取得最高榮譽。

此外，部分班級與故事協會合作，邀請故事媽媽進入班級說故事，這也是小朋友們很喜歡的活動。許多班級更
利用教育處在「仁愛國小」、「建德國小」建立的「愛的書庫」，借來足夠全班共讀的圖書來進行「班級共
讀」活動，人手一書，充分營造出美好的書香校園。

暖江國小期許每個暖江的孩子在「閱讀」這個領域中，都能像「全壘打王」一樣，一壘！二壘！三壘！最後──
奔向本壘！打出一個漂亮的全壘打。    ■

點閱: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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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西國小－打造圖書館

基隆市暖江國小 蔡顏鴻老師

暖西國小是基隆市第42所小學，95學年度正式上課，它是位於暖暖重劃區的一座小學，學區學生從暖暖國小劃分
出來。

99學年度，獲得玉山銀行黃金種子打造偏鄉100所圖書館計畫後，暖西國小圖書館不僅在硬體設備上、視覺效果
上，有了更符合學生需求──安全、明亮、舒適、美觀──的閱讀環境，也添購了許多新書，目前約有六千多本。

學校將汰換下來的舊書，整理成適合不同年段閱讀的巡迴書箱，每個月分送到各班，輪流更換書箱，來推廣學生
的閱讀量。

在推廣閱讀方面，100學年度暖西國小教務處陳知玲主任申請了閱讀推動老師計畫，目前由張宛婷老師負責圖書
教育的推廣，胡肇湘老師配合學校課程的自編閱讀教案上課，每班每週一堂閱讀課，並針對實際教學需求，設計
教具，微調教案，讓閱讀推動更具效果。

張老師負責的閱讀推廣方案包括：圖書館利用教育運用，每週兒童晨會時間，介紹學校的圖書館，包括圖書分
類、推薦書單、新書介紹、有獎徵答，並將學生自願撰寫的推薦書單，公布在各樓層教學區川堂、學校網站，來
提高學童參與圖書館及閱讀的興趣。另外各班除了每週至少一堂閱讀課，也與基隆市故事協會合作，額外增加故
事媽媽的閱讀課；並且為弱勢學童申請「幸福宅急便」──到府說故事的計畫喔，提升弱勢兒童的閱讀興趣。

100學年也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週六及寒暑假上午9：00～12：00，開放給暖西國小學童借還書，並開放給社區
居民閱讀，擴大學校圖書館成為社區圖書館，營造書香社區；這一切都有賴暖西國小圖書館志工媽媽的愛心與陪
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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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國小－晨讀十分鐘

基隆市暖暖國小 李淑姿主任提供

暖暖國小自96年八月李秀娟校長到任後，以辦學理念的三大主軸──愛、生活、學習，在校園中積極推動閱讀教育、生命教
育。

在提升閱讀教育的策略分為四個部分：
一、推動書香家庭，鼓勵親子共讀、成立家長讀書會、培訓入班說故事志工。

二、規劃閱讀活動語課程，週一到週五每天的8：00～8：10，是全校晨讀十分鐘的自由閱讀時間；每週二、五的8：10後，
中低年級有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高年級則有班級閱讀推廣活動；另外並邀請各班老師於教師進修時間，分享推動班級閱
讀的教學經驗。96年十二月，李校長為即將在全校推動的晨讀十分鐘運動，先贈書─《晨讀十分鐘》，並帶領老師讀書會
閱讀此書，讓全校老師形成共識。另外在精進教師閱讀與專業知能方面，成立了閱讀教學研究社群，以讀書會及教學經驗
分享，並規劃閱讀與語文教學相關研習活動，辦理教師精進課堂研習，發展課程內容需求，並以班群討論教學分享與專業
對話方式，精進教師「閱讀教與學」的專業能力。

三、擴展閱讀空間：包含學校圖書館E化，為避免曾因管理圖書館的志工因孩子畢業而斷層，造成圖書館管理無法正常運
作，李校長每年輪派學校一位工友小姐專職於圖書館管理，並且開放寒暑假借還書時間，讓學童養成的閱讀習慣不致因為
放假而中斷學習。舉凡相關的圖書管理研習，學校會請三位工友輪流參加，以提升管理員的工作專業能力，並配合學校寒
暑假作業，讓學生到暖暖區圖書館及市立圖書館借閱書籍，增加閱讀書籍的廣度。

四、整合多元資源：引進基隆市故事協會志工說故事、慈濟大愛志工品德教育的推廣、「幸福宅急便」等，並架設網際網
路，讓學生在閱讀後，有分享及討論的平台。除了跟教育部、教育處申請的圖書經費，校長每年度也編列推動閱讀教育的
相關經費，學校家長會也固定編列預算充實學校的圖書，共同推動書香校園環境。

寒暑假的每週一到週五9：00～12：00，暖暖國小圖書館都會開放，很歡迎住在暖暖區的家長帶孩子，到暖小圖書館閱讀
喔！因為閱讀不能因為放假而休息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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